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馬
靜 北京報
道）據國
務院港澳
辦網站消
息，國務
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

亞近日在深圳會見了新一屆特區
政府主要官員。王光亞在出席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同心
創前路掌握新機遇」成就展開幕
式後表示，他日前已與特區政府

新班子成員會晤，並大讚新班子
成員對香港很有心，又願意為香港
做事。自己對香港未來5年充滿信
心，又希望新班子能有新思路。

「對今後5年充滿信心」
據悉，王光亞此前在深圳分別

會晤了全部三司十三局候任司局
長，進行任職談話，每人會晤時
間約為45分鐘至一小時左右。王
光亞昨日談到政府新班子時說：
「我感覺是很平穩的班子，最近
在深圳與新班子成員見面，感覺
他們對香港很有心，都願意在今
後5年好好做事。所以我對香港

今後5年充滿信心。」
談到新班子成員變化，王光亞

表示，有一小部分變化，有些新
人，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理
念。他說，香港特區回歸20年
大家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反思。成
績很大，發展很好，但今後要發
展得更好。相信新班子成員從7
月1日開始會有新的思路，會在
繼承原來基礎上為香港發展作出
更大努力。
對於林鄭月娥向港澳辦遞交的班

子成員名單，國務院港澳辦是否有
過不同意見？王光亞明確表示：
「沒有，大家是互相溝通。」

王光亞信新班子有新思路

■王光亞大讚新班子
成員對香港很有心，
希望新班子能有新思
路。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張德江囑港聚共識創明天
勿忘初心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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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馬靜）國務
委員楊潔篪
在「香港回
歸祖國 20 周
年—同心創
前路 掌握新
機遇」成就
展開幕式上

致辭時強調，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
地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與內地開展
互補互利的交流合作。

充分發揮優勢 推動事業向前
楊潔篪指出，20年前香港回歸祖

國，洗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屈
辱，香港從此擺脫了殖民統治，走上
了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
寬廣道路。20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
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
帶領香港各界人士攻堅克難、砥礪奮
進，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保持香港社會、經濟、政治大局
穩定，推動各項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他強調，20年來，香港居民的基本

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護，民主政治
依法穩步推進，經濟保持平穩發展，

各項社會事業邁向新台階，對外交往
和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一國兩
制」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擁護和國
際社會的廣泛好評。
楊潔篪強調，香港回歸祖國20年

來取得的巨大成就來之不易，經驗
啟示彌足珍貴，這是中央政府堅定
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結
果，也是730萬香港同胞團結奮進、
努力拚搏的結果。中央政府將一如
既往地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與內地開
展互補互利的交流合作。

楊潔篪：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楊潔篪強調，中
央政府將一如既往
地 堅 定 不 移 貫 徹
「 一 國 兩 制 」 方
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成就展
開幕致辭中表示，香港回歸20年來的實
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對
香港最好的安排，未來香港將繼續按照
基本法規定和「一國兩制」方針不斷因
應國家所需，貢獻香港所長。

回歸20年發揮獨特作用
梁振英指出，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成功落實的20
年，也是香港社會和經濟平穩發展的20
年。20年來，香港內部保持了繁榮穩
定，民生持續改善；對外不斷拓展與兄
弟省市和外國的聯繫，發揮香港的獨特
作用。2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了「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是對香港最好的安排。
他特別提到，作為國家一分子，香港
得到中央和內地省市的大力支持，乘搭

國家發展的快車，也為祖國的建設貢獻
力量，包括積極參與「十三五」規劃、
「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
建設。在「兩制」下，香港是國家最開
放和最國際化的城市，各種制度與國際
接軌，與國際社會聯繫緊密，也有兩文
三語的優勢，可以聯繫國內外的資金、
人才和技術，也與內地企業「併船出
海」，共同推動國際合作。

證「一國兩制」擁強大生命力
梁振英表示，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20
年來，在不同時期，按照國家的不同所需，
香港發揮了不同所長。香港的作用不斷提
升，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他舉例，在金融和投資方面，香港從

原來的本地資金提供者的功能，進化成
為國際資金的引導者。過去10年，每年
平均有超過60間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每年平均集資額接近四千億港元。香港

同時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及
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內地
對外的直接投資，約六成投放在香港，
或經由香港投資世界各地。
在專業服務方面，香港的法律、仲

裁、會計、建築、工程、顧問服務、項目
管理等行業人才充沛，擁有國際通行的專
業資格、豐富的國際經驗和廣泛的網絡，
熟悉內地和國外市場，可以為內地企業出
海做好準備，防範風險。在教育和科技創
新方面，香港憑着「一國兩制」，吸引了
國際頂尖院校和科研機構落戶，促進了在
經貿領域外的高層次對外交流合作。
梁振英強調，未來香港將繼續按照基

本法的規定和「一國兩制」方針不斷因
應國家所需，貢獻香港所長，抓緊國家
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發揮「一國」和
「兩制」的獨特雙重優勢，為實現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建設更美好的香
港，與全國同胞一道做出更大的努力。

昨日在國家博物館開幕
的「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同心創前路 掌握

新機遇」成就展邀請了在京港人代表參觀。多
位參觀完成就展的港人向記者表示，展覽充分
展示了香港回歸20年來所取得的輝煌，也能
感受到香港發展與國家密不可分，期待香港借
助祖國發展機遇，能再創許多輝煌。

留學生：低干預促經濟
在京港生余曦告訴記者，成就展展出了香

港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保育和人文藝術各方
面的成就，見證了香港回歸20載的輝煌。最
讓這位香港學生印象深刻的是場內展出的
2010年版中國銀行發行的各幣值港幣樣板。
「紙幣面板設計繁簡有度，別具一格。看到這
樣的設計我就想到正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對市
場進行的最低限度干預，使這個自由的城市經
濟發展蓬勃向上，成為當之無愧的國際金融中
心。」
提及成就展，在京港人都感到很自豪。常年

在內地讀書的港青代表蘇靖然告訴記者，展覽
圖文並茂介紹了回歸20年以來的變化，看到圖
片和展品的時候覺得格外親切。「這也是一次

很難得的機會，可以讓內地朋友在國家博物館
認識香港文化、歷史和發展，希望以後會有更
多類似的活動促進兩地交流。」

創業者：握機遇闖新天
讓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

印象最深的展品，是展廳內的一處可以留下手
掌印的展板。他說，這塊展板可以讓內地香港
嘉賓留下手印，其寓意就是內地香港一家親，
大家永遠心連心。
這位在京創業的港青代表表示，通過這次

展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香港的發展與祖國的
強大密不可分。一直以來，祖國為香港發展提
供了大量的支持。香港青年應該把握機遇，搭
乘祖國發展的東風，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闖
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展覽還展出了香港回歸時所用到的國旗和區
旗。港人王柏榮說，看到這兩面旗幟，彷彿一
下子就穿越了歷史，回到了回歸時那個激動人
心的歷史時刻。他說，人們通過展覽不只看到
了過去20年祖國與香港的發展變化，更讓人們
對下一個20年充滿期待，相信下一個20年，祖
國和香港都會發展得更快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在京港人：見證廿載輝煌 兩地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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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家所需
貢獻香港所長

梁
振
英

：

■梁振英表
示，香港將不
斷因應國家所
需，貢獻香港
所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張德江在會面中高度評價香港回
歸祖國20年來各方面取得的成

就。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準
確落實基本法，有效地保持了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有力地維護了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充分肯定梁振英工作
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要以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為契機，始終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不忘初心，

凝聚共識，抓住機遇，奮力前
行，為創造香港美好明天、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出新貢獻。中央充分肯定行政
長官梁振英過去5年帶領特別行政
區政府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
績，希望新一任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和帶領
香港社會各界，繼續推動香港各
項事業全面發展。
張德江其後出席了「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
遇」成就展開幕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

部長孫春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務委員楊潔
篪，全國政協副主席、行政長官梁振
英，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等出席了開幕式。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香港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澳門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及中央政府各部門相關負責人
亦出席開幕式。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同心創

前路 掌握新機遇」成就展在中國國
家博物館舉行，展覽由今日開始至
下月16日對公眾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香港回歸

祖國 20 周年—同心創前

路 掌握新機遇」成就展昨

天在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出席開幕式並擔

任主禮嘉賓。開幕式前，張

德江會見了行政長官梁振英

及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指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要以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為契機，始終堅持「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不

忘初心，凝聚共識，抓住機

遇，奮力前行，為創造香港

美好明天、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

貢獻。

■■張德江會見梁振英和張德江會見梁振英和
林鄭月娥等林鄭月娥等。。 新華社新華社

■■張德江在張德江在梁振英和梁振英和
林鄭月娥陪同下參觀林鄭月娥陪同下參觀
回歸成就展回歸成就展。。


